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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泉源少兒培育之家

泉訊

耶和華說：「 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我現在要起來、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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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
燈塔

賴淑芬（總幹事）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亮了油燈，也不
會放在斗底下，而會放在燈臺上，它就照亮屋子裡所有的人。同樣，你們的光
也應當照耀在人前，使他們看見你們的美好工作，就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5:14-16
2010年8
月至今，我們在
福州救助站開
展了「福州之
家」這個項目共3年，並於今
年7月底交回民政局救助站運作了。還
記得開展這項目時，我的領受是先為流
浪兒童提供全人關懷服務，並建立服務
楷模，藉此提升內地對流浪兒服務及其
價值之重視；從而訓練當地官員和社工
接捧工作，讓本地優秀人才能成為梯
隊。總的來說，四個目標都達到了，訓
練本地人員帶來的效果和影響，更是超
出預期，是個額外收獲。
「福州之家」先後收容過77名孩
子，有的仍留在家舍的；有8名孩子被
送往「泉源之家」讀書和生活；也有8
名孩子被送往「福州第二福利院」生
活。其餘離開的孩子則已被家人接回或
經救助站送返其來源地。其間，穩定逗
留的孩子約有20位，透過特殊教育、
職業培訓和感統治療，確實提升了孩子
在自我照顧、體能協調、智力開發和社
交方面的能力。家舍生活中，孩子每天
都參與執拾和清潔，成為隊工的好幫
手，自我形象也提高不少。
「福州之家」的服務移交在即，
我們早在半年前，便與救助站不斷協調
交收事宜，包括把本地員工轉移給救
助站、整理和傳承教材和相關物資、為
站方提供培訓和加強合作溝通等，好讓
家舍上下─ 無論是孩子或是整個運
作──都順利過渡。3年間，與救助站

官員貼身合作，或曰「共舞」，百般滋
味，可謂甜、酸、苦、辣都嚐過。主不
斷教導我們學習接納和尊榮他們，共舞
到最後，可算發揮了影響力─官員對
流浪兒的服務重視了，願意大幅增加人
手、向外購買社工服務、參與培訓，甚
至按家舍需要作出大型翻新工程等。他
們整個隊伍多次高度讚揚我們對孩子的
愛心和專業水準。「福州之家」受到傳
媒廣泛報道，引來領導絡繹不絕地來參
觀，著實為當局帶來美名，也因而分配
到更多資源。我們視自己為官員與孩子
間的橋樑，也透過「身教」，感化改變
他們對孩子的態度。看見每位與事人員
由最初的抗拒，慢慢嘗試接觸小孩，願
意了解他們，一步步學習照顧他們，然
後愈發重視這一社群，以至後來更主動
為孩子謀求福利，小孩的價值確重獲認
定，被提升了。
開展培訓方面，去年11月起，我
們先後為福建省社工機構、福利院及民
政局提供三場的訓練，並為特殊孩子
家長提供三次講座，共接觸約220人，
所有訓練都收到很好的回應。福建省
當地的社工訓練才剛起步3-5年，未及
開展特殊教育這方面的培訓，故極需
我們把香港的經驗傳遞，作“Train the
Trainers”的專業培訓。訓練當地工作
人員，間接惠及更多他們手上過千的特
困孩子，成效和影響更大。
回想整項計劃，最讓我感動是六
位香港義工先後委身其中，投入服事，

從零開始逐步建立「福州之家」。他
們願意為孩子放下香港的親人及舒適生
活的，在福州忍受夏天高達40度的高
溫；又要放下自己，學習與官共舞……
到頭來還滿口感恩，謝謝主讓他們有這
個服事的機會，更言道是這班流浪兒祝
福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起其中的嫦老
師，當她回港休假，與孩子視像通話
時，一個不懂說話的孩子竟不斷流淚叫
「媽媽！」嫦老師把義工服侍停了一
年，最近決定再度委身，她說：「我回
了香港，心卻仍在福州！」我便想起這
經文：「……你們的光也應當照耀在人
前，使他們看見你們的美好工作，就榮
耀你們在天上的父」，惟有愛叫我們能
被分別出來，讓人見到耶穌！
最後，也請繼續為官員接收「福
州之家」禱告，藉禱告求主覆蓋他們團
隊的溝通和合作，亦求神賜予他們愛
孩子的心和智慧；祈求翻新工程一切順
利；願天父保守孩子身心靈皆平安；又
叫我們能繼續擔當訓練和督導的角色；
禱告家舍能聘得新廚師以致孩子的膳食
得到保障。也祝福站長實行他所說的：
「我們從港方接回這個工作，一定繼
續實行港方的理念，將它在中國發揚光
大。」
想起一群非常可愛的孩子臉孔，
千萬個捨不得，主安慰我們說祂仍在這
個地方，是祂呼召我們來到這個黑暗的
地方為祂發光，深信我們的禱告能延續
「福州之家」燈塔的使命。

義工專訪

服事中生命成長

後記：

新華

福 滿福州

記得有一次，一位男孩跟我撒了個很大的謊話，我既憤怒又傷痛，簡直是心
如刀割。然而我一轉念便憶起以前也曾犯錯，瞞騙親友，是令他們「心如刀割」。
當時我不太明白何謂心如刀割，因為我又沒經驗過這感覺，而感受又難以言傳。直
至如今我被心愛的孩子傷害，才親歷昔日我身邊親友的痛苦，明白他們當時的難
受……那天上午被小孩傷害後，下午我心情竟很快便平復下來，或許因我知道自己
也曾犯同樣錯誤，心裏容易原諒同樣軟弱的人。
又有一次，同工都休假了，我獨力在院舍照顧孩子，早上要清理他們的大小二便。當下我
感到很嘔心，很辛苦，真的受不了，便跟神說：「祢在幹嘛，竟然要我做這樣的事？」不過當
我冷靜下來，便想到父母也是這樣為我們付出，為甚麼我不能照樣行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Suan、新華口述
梁慧思筆錄

新華、Suan 分別在「福州之家」擔任義工一年以上，直至移交「福州之家」工作為止，
他們服事的心，一切都源自小孩的感動……

新華
2012年9月，我有機會到「泉源之家」和「福州之家」初嘗與家舍的流浪孩子生活，沒想到十
天的旅程只有兩三天留在「福州之家」，但我的心已被那裡的孩子牽動。猶記得甫到院舍，便有一個
男孩向我跑來，伸手要抱。接下來的兩天，我照顧他的起居生活，由三餐餵食以至如廁梳洗，都一一
料理。兩天的相處很快結束，一行人回到泉州，我心猶記掛福州的孩童們。有一天，我翻開聖經，讀
到以利沙有關管教兒子的經文。當下，我感到福州的孩子內裏空空，別人教甚麼，他便照樣行出來。
而我也是個軟弱、空無學問的人，若要調校同樣空空的孩子，便要先令自己充實起來，這對我而言是
很好的學習機會。想著想著，到福州服事的心愈來愈強烈。

尋覓人生下半場

這年多跟孩子相處的種種，都催化我更新改變。本來我只打算服事半年，但一待便是十四
個月。我愈發感到這裏是我的家，孩子都成為我親生子女一樣。去年有次我休假回港，有個孩
子跟我道別時，把我稱為「何老師」，這總有點生疏的感覺，但是，我放假回來後，適逢當日
是父親節，他竟第一個跑來給我一個擁抱，還說「祝福你，祝福你……」這使我憶起與親生兒
子分開了十二年，我早已忘了父親節的感覺。但小孩的深切擁抱，喚醒了我父親的身份，讓這
個父親節變得不一樣。這不但彌補我過往枉為人父的自責和遺憾，也叫我重獲「家」的溫暖。

Suan
留下來長時間當義工，才知道孩子狀態時好時壞，我們教導他們自理、上課，也要調教自己的心態和要
求。不過，無論多沮喪，孩子單純的笑聲總令人重新歡暢。雖然有時他們也令我憤怒不已，但歡樂聲總比憤氣
多。
我也發現昔日的自己同理心不足。記得離開會計界後曾申請一份工作，是服事特殊人士的。見工環節快
完時，對方問我有甚麼疑問，我便說道：「究竟我們能給服務對象作點甚麼？」當時自己是「救世主情結」，
總在想要付出甚麼來「打救」他們，把他們看成是弱者。但在服事中，我發現他們各有所長，每人有自己的價
值。我這健全人不是高人一等，而不過是學習主耶穌的樣式，愛他們，陪他們一起生活。到如今，我知道是孩
子滋潤祝福我的生命，不是我來祝福孩子。

再次呼召
新華

Suan

我跟新華一樣是在2012年到訪「福州之家」的，短短的留駐中，小孩的熱情已把我抓住。當時
我旁觀孩子上課，發現他們都比自己想像中知道更多事，飯後又看到他們懂得洗碗，印象很深刻。我
以前接觸特殊兒童時，一直為孩子的將來憂心彷徨；但在「福州之家」，我從孩子身上看到盼望。
我曾做會計工作，在銀行業打滾十多年，當時常常加班，很晚才回家，整個人生像出賣給工
作。後來身體也熬不住了，我決定辭職，邊休息邊等候神，神便一步一步把我帶進事奉中。

新華
旅程完結，回到香港後，心想到國內服侍孩子，身邊的人擔心我當義工要花的錢不少，結果反
而獲老闆支持，每月發放義工津貼。「福州之家」成為我生命極大的祝福，我在這裏經歷生命更新，
我真的深深體會到，我們不是來祝福孩子的生命，而是讓自己的生命被孩子祝福。

跟小孩一起十四個月後，我今年一月回港了。但回來後一直不想找工
作，我的心仍在福州。而且回港後忙於跟不同朋友敘舊，其中一次，與義
工聚會時，有人問我回港最想做甚麼，不知怎的，我當時答道，是想處理
跟兒子的關係，那年他只有六歲，是最需要父親的時候，我卻默然離開。
我說完，便聽到一把聲音問我：「今日，福州的小孩是否需要你呢？」這
問題盤旋我腦海兩天。我知道「福州之家」同工不足，為甚麼我不出發、
不回去服事小孩呢？

過往「福州之家」獲得社區很大的支持。區
內坊眾就算沒有參與作義工，平時看到同工帶領孩
子外出閒逛、吃飯，都知道這裏有這麼一個院舍，
這麼一群孩子，知道特殊兒童不是如他們想像中的
「痴呆傻」。一般人就算認識這群體，也會認為特
殊兒童境況淒慘，但義工到訪後，被孩子的笑聲感
染，發現原來特殊兒童也可以活得這樣快樂，能學
會自理，也沒自己想像中難以溝通。在「福州之
家」，大家看到孩子未來的希望！
這裏的義工三年來達數百人，而且很多都熱切
投入，持續來訪，當中很多是本地大學生。他們主
動聯絡院舍，來陪伴孩子，一起耍樂，彈著結他唱
遊等等。醫科大學的同學到訪後知道這裏的醫護需
要，都主動協助，他們雖然未畢業，但都一副醫者
父母心。原來曾有一些特殊教育老師到訪，他們跟
小孩無憂地玩耍後，更喜歡這一個群體，特殊的流
浪兒變得被珍貴了！
相信是同工愛小孩的心，與區內民眾的愛心，
相撞點燃，擦出火花。
「福州之家」對站內職工也有不同的影響，最
叫人驚歎的是由「獄長」變為「爺爺」的監督。一
名在救助站內看管小孩的秦伯伯，他曾當軍人，只
懂關著孩子在房間內，當我們初入場開展服務後，
製定一些培訓課程給小孩，這一切都叫爺爺不太喜
歡，因為不關著孩子，即是自己也不能閒著了。但
後來他看到孩子的改變，發現孩子可以學會自理，
而且是受教的！爺爺漸漸覺得這樣教小孩實在不
錯，也很佩服這群鍥而不捨的人。獄長受同工感

Suan

染，由操控一切的獄長，變成慈祥的爺爺。後來有
個孩子愈來愈黏附爺爺，如果他不在房間，二人睡
不著呢！
去年當五名孩子要送去
福利院後，有次新華帶爺爺
去探望孩子。在救助站的車
子上，那新來的司機不明白
二人為何要去探孩子，因
為他眼中看孩子是廢物，
不值一「探」，還問二人
是從哪裏來。新華沒有答
話，爺爺卻道：「你說福州人能作這樣的事嗎？他
們從香港來，並相信這群孩子可以被訓練，成為有
價值的人！」
同工引領孩子生命的改變，爺爺耳聞目睹，知
道得一清二楚。他以本地員工的身份，向另一本地
員工解釋我們為何遠道而來幹這服務，這比同工自
己解釋強十倍！當本地員工生命改變了，他便能繼
續點燃周遭的本地人，薪火相傳。
願「福州之家」好像燈塔一般發出光輝，光照
之處，愛和重視孩子的價值就滿滿地滲透各處！

衷心感謝曾到「福州之家」委身的長期義工：

我也一樣，由於知道快將
撤離「福州之家」，最後在院
舍的日子，我問自己我們不陪
伴小孩渡過，我會遺憾嗎？但
回去便要面對小孩的別離，不
難過嗎？最後，我選擇了寧願
難過，不願遺憾。

新華
今年4月我又回到我的「家」，直至「福州之家」撤離為止，院舍中孩子不少會被接回家或送走，面對聚
散離合，不免叫人感到失落，但神一直在不同境遇教導我，我在這裏服事時，甚至患過重病，神卻讓我學會在
苦難悲痛中讚美祂。病中我不但嚐到弟兄姊妹之愛，更深深體會生命之短暫。孩子的離去亦然。神就是藉這樣
的人事，催促我早日去做當作的，亦即是面對生命中未真正面對的事，無論是跟兒子的關係、日後人生的規劃
打算等等。當我獻上自己，主便為我的生命負責。我走過的，便是這樣一道恩典滿溢之旅……

林靄嫦

馮思傑
劉瑞冰

何雅韶

范燕玲

何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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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五月至二零一四年七月

事工報告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日期

參與人數

汽車業之家推介
港澳信義會恩青堂社會關懷主日
香港理工大學及北京大學
「資產建設、反貧困與兒童福利政策研討會」
九龍城浸信會祈禱會

35人
70
60

5月23日
7月25日

17
30

共2次

47

300

共4次

465

下次舉行日期：
22/9 及24/11（
一）
晚上7:30於本辦事
處舉行，
歡迎參與

各類活動

收入
奉獻收入
其他收入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2-7月逢星期一
5月3-6日
5月23日
6月19日
6月20日
6月21日
6月22日

關懷中國流浪兒童義工訓練證書課程
義工訓練證書課程—遇見神營會
北京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到訪泉源之家
福州第二福利院員工培訓
福州救助管理站個案及資料交接培訓
生命頌浸信會音樂會
福州特殊孩子家長講座（與鯤鵬青年中心協辦）

47人
46人
20人
18人
4人
300
14人

共7次

449

HK$
540,963
77,598
618,561
(398,633)

裝修家具及設備添置

歡迎安排事工推介，題目包括：

褔州之家

❤ 關懷中國流浪兒

❤ 中國人口販賣

❤ 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

❤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捐款方法

❤ 香港隊工已於8月1日正式離開「福州之
家」，感謝主過去有一班非常愛惜孩子的義
工，一起建立充滿愛的「福州之家」。
❤ 請記念孩子們的心情，祝福他們每天仍活在愛
中，並且透過適當的訓練，繼續成長。
❤ 為新入場的內地社工團隊禱告，賜下信心，愛
心和智慧給她們，好讓她們能延續給孩子的訓
練課程。
❤ 為“爺爺”願意繼續留下而感謝主，為他的愛
心和體力禱告。

自動轉賬
歡迎電郵或致電索取自動轉賬授權書，填妥後寄回九
龍郵政信箱72610號

劃線支票
抬頭請註明：「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或「Harvest
Charity Foundation Ltd.」，寄回九龍郵政信箱72610號

直接存入戶口
匯豐銀行HSBC：015-770-712-838「Harvest Charity
Foundation Ltd.」，請傳真／寄回存款收據
**所有$100或以上的捐款均可獲發免稅收據**

服侍團隊
同工 香 港 辦 公 室

二零一四年五月至七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包括維修費用HK$155,983)
福州項目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福州 第二 福利 院培 訓
（致 送教 材給 副院 長）

❤ 為隊工所面對的種種壓力、隊工士氣禱告，求
隊工同心領受從上而來的啟示。

祈 禱會

豐收慈善基金及泉源之家綜合收支報告

虧蝕

最

5月27日
6月1日
6月14-15日
6月18日

培訓

泉源之家

會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總收入

們

唱唱歌
生日

福利院員工

特殊兒童家長講座，
家長們也十分投入

我

大孩子服侍小的

自律地打掃地方

早操時
讓身體動 間！
起來
吧！

每天也進行的職業培訓

細胞
藝術

交接中

HK$
767,361
82,804
167,029
1,017,194
289,388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 / HK$1

總幹事 ： 賴淑芬

泉源之家及褔州之家
高級主任 ： 陳美如
主任
： 黃健強
培育主任 ： 魯秉威
副培訓主任 ： 郭秀紋

義工 法人代表
培訓師
對外聯絡
豐收慈善基金

： 朱海平
： 范燕玲
： 劉曉敏 蔡秀敏

行政主任 ： 巫秀珍

教育主任 ： 葉丁榮
老師
： 劉宏業 葉淋楓
邱進賢 陳靈燕
雜工
： 蘇定秀 萬賢芳
行政及會計主任 ： 陳婉媚
行政及會計助理 ： 何雅韶

版

權

所

傳道主任 ： 王文賢

家長 ： 肖祥許 黃海強 陳梅花
周雨蓉 馮思傑
廚師 ： 黃美玉 李孝文
司機 ： 賴澤懷
助理 ： 何新華
家長 ： 李金梅

有

請

勿

翻

印

董事名單：譚司提反牧師（主席）∣梁婉君女士（副主席）∣唐嘉齡女士（財政）∣李炳光醫生（文書）∣馬錦華先生 黎守信醫生 鄧達強牧師
顧問：吳水麗太平紳士、陳思堂醫生、林茱莉博士∣總幹事：賴淑芬女士∣督印：賴淑芬女士∣編輯：巫秀珍女士∣義務校對：梁慧思小姐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03-211號昌華新樓三樓∣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電郵：harvest@homeless.org.hk∣電話：2788-0670∣傳真：2779-2468

